
物流商学院 2017年度科研成果 

有耕耘才有收获，2017 年，商学院教师立足专业教学，以“以研促教、以研促改、以研促学”为宗旨，积极参 

与教学科研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果。 

2017 年度教材著作编写统计表 

序号 名称 主编 出版情况 

1 《财务人员职业素养》 第一作者合著 36万字 邹敏，吉林出版集团，2017 年 9月出版 

2 《管理会计项目化教程》 第一副主编 
邹敏，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 年 9月出 

版 

3 消费心理与行为 主编 熊英，未出版 

4 高等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抽查标准和题库丛书--连锁经营管理 参编 张小桃，2017 年 9月出版 

5 《商务谈判实务》 参编 何艳君，待出版 

6 《消费者心理与行为分析》 副主编 何艳君，待出版 

7 现代物流概论 参编 赖霞红，待出版 

8 仓储与配送管理 副主编 赖霞红，已出版 

9 “互联网+”视角下高职物流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研究 主编（专著） 郁春兰，吉林科学科技出版社 2016.12 

10 《纳税会计》教材修订 因税法变更较多于 2017 年 12 月修订 主编 王亚丽,校本教材 

11 
〈会计技能抽考试题〉教材修订 因抽考标准及题库变更，于 2017 年 

5 月修订 

主编 王亚丽,校本教材



小计 11 本 

2017 年度教职工论文公开发表统计表 

序号 题 目 发表情况 姓 名 

1 浅谈“营改增”对物流企业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现代营销，2017 年 7月 邹敏 

2 行业企业参与高职教育的运行机制探索 中国商论，2017 年 8月 邹敏 

3 增强高职院校学生有效学习的方法探讨 经贸实践，2017 年 8月 邹敏 

4 关于提高高职会计专业学生毕业设计质量的探索 财会学习，2017 年 9月 邹敏 

5 “互联网+”时代高职非会计专业〈会计基础〉课程创新探索 人力资源管理，2017 年 9月 邹敏 

6 高职物流管理专业学生职业核心能力与企业需求对接状况研究 劳动保障世界 2017 年 3月中旬 旷健玲 

7 高职物流企业经营管理沙盘模拟实训课程建设研究 劳动保障世界 2017 年 3月下旬 旷健玲 

8 我院市场营销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劳动保障世界 2017 年 1月中旬 旷健玲 

9 高职院校健美操教学现状及发展研究 才智 2017 年 10 月 李丽 

10 试论高校体育教学开设拓展训练课程的必要性 当代体育科技 2017 年第 22期 李丽 

11 我国社会体育与学校体育的发展及内在关联 体育时空 2017 年 10 月 李丽、李翠琴



12 
Design on Logistic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for Large Sports 

Events 

2017 第三届经济、管理与教育技术国际会议 

(ICEMET 2017)10 月 18-19, 2017 
李丽 

13 基于信息化下的高校体育管理模式创新性分析 东方教育 2017 年 12 月下 李丽 

14 信息技术对体育教学的影响 体育风尚 2017 年 11 期刊 李丽 

15 信息化背景下体育产业管理的变革研究 当代旅游 2017 年 12 月 1日 李丽 

16 我国体育管理信息化的研究 思路视野 2017 年 12 月 1日 李丽 

17 试论体育信息化郁大学体育管理模式创新 西江文艺 2017 年 23 期 李丽 

18 社会体育需求与高校体育课程演进 课程教育研究 李丽 

19 去技术化倾向：创客教育在法学科适用的思辨与实践 当代教育论坛 2017 年第 3期 王频 

20 《基于创客教育的法学教育创新路径研究》 《法学教育研究》2017 年 12 月 王频 

21 基于沙盘模拟经营实训系统在物流企业中创业技能的培养研究 金融经济 2017 年 12 月 
易灿、旷健玲、 

龚芳 

22 
高职《 经济学基础》 信息化教学设计与实践——以“ 需求价格弹性分析” 

教学为例 
《 中外交流》 （2017 年 10 月） 袁方 

23 供应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路径研究 《环球市场信息导报》（2017 年 43 期总第 718 期）袁方 

24 新常态下我国商业保理发展趋势分析 《消费导刊》（2017 年第 13期） 袁方 

25 基于“六步流程”的《职业店长实务》课程设计 《课程教育研究》2017 年 10 月发表 张小桃 

26 基于互联网+背景的《特许经营理论与实务》课程教学改革 
2017 年 12 月发表，杂志还没有邮寄给我，目前没有 

证明材料 
张小桃



27 
我国高职院校连锁经营管理专业发展的几点思考--以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 

术学院为例 

2017 年 12 月发表，杂志还没有邮寄给我，目前没有 

证明材料 
张小桃 

28 高职院校《统计学基础》课程改革思路分析 课程教育研究 周宇 

29 ARIMA 模型在石油价格预测分析中的应用 北方经贸 周宇 

30 我国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时代金融 周宇 

31 微课对于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推动作用研究 长江丛刊 周宇 

32 浅析现代职业教育理念下的高职教育改革发展 经贸实践 周宇 

33 中国利率市场化的理论研究 现代商贸工业 周宇 

34 基于职业能力培养视角探讨高职统计课程改革 课程教育研究 周宇 

35 汇率变动影响地区房价差异 经营管理者 周宇 

36 湖南省城乡统筹评价指标体系 现代经济信息 周宇 

37 湖南地方政府债务融资风险的统计测度与应用研究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周宇 

38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农产品项目投资分析 劳动保障世界 周宇 

39 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分析 经贸实践 周宇 

40 基于分位数回归的 VaR方法及其发展文献综述 时代经贸 周宇 

41 长株潭地区智慧物流发展的策略研究 已发表 
何艳君 （第二作 

者） 

42 “一带一部”背景下的湖南职业教育高素质蓝领培养策略研究 已发表 
何艳君 （第二作 

者） 

43 浅议案例教学法在管理学课程中的应用 中国校外教育 2017.10 赖霞红



44 浅议新零售背景下高职院校连锁经营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教育 2017.11 赖霞红 

45 互联网背景下我国传统商业企业发展路径研究 经贸实践 2017.12 赖霞红 

46 《高职院校学生英语厌学心理剖析及疏导研究》 《学园》2017 年第 19期 李炫林 

47 论高职教育应用型人才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以旅游管理专业为例 2017 年 9月《旅游纵览》 梁晨曦 

48 高职教育法律课程的探索与创新——以旅游法规与政策为例 2017 年 10 月（上）《法制博览》 梁晨曦 

49 刍议人文教育背景下高职院校的教务管理方式 2017 年 11 月《科教导刊》 梁晨曦 

50 《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微课在高职教学改革中的应用研究 2017 年 12 月《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 梁晨曦 

51 高职物流会计人才培养模式 2017 年 2月《新校园》 郁春兰 

52 基于目标管理的高职院校教师绩效考核研究 2017 年 3月新校园 郁春兰 

53 浅析高校财务内部控制管理 2017 年 4月经营管理者 郁春兰 

54 物流企业人才培养视角下高职会计专业的课程体系构建 2017 年 4月西部素质教育 郁春兰 

55 高等职业物流教育教材建设评价体系优化 2017 年 4月科技经济导刊 郁春兰 

56 基于工作任务和名师空间的会计电算化课程教学改革 2017 年 4月经营管理者 郁春兰 

57 “互联网+”视角下高职物流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研究 2017 年 4月科学大众 郁春兰 

58 基于绩效评价的高校财务预算管理研究 2017 年 5月知识经济 郁春兰 

59 浅析高职物流会计专业人才培养 2017 年 5月科教文汇 郁春兰 

60 浅析高职院校教师绩效评价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2017 年 5月科学大众 郁春兰



61 “一带一路”战略下物流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2017 年 5月导科刊教 郁春兰 

62 高等职业物流教育教材建设评价体系设计 2017 年 6月科技经济导刊 郁春兰 

63 基于会计信息化视角的高职会计专业课程重构研究 
中国管理信息化，2017.11（第 22期） ISSN： 

1673-0194 
吴利 

2017 年度教职工课题申报与结题情况表 

序号 课题 级别 主持人 

1 高职非会计专业〈会计基础〉课程改革研究与实践 院级，湖南现代物流职院，在研 邹敏 

2 高职会计专业实践性教学模式的研究 
省级，教育部中国智慧教育督导“十三五”科研规划重 

点课题《教师专业发展的探讨与研究》子课题，已结题 
邹敏 

3 
终身教育理念下的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的理论与实践研 

究 

湖南省“十三五”规划 2016年度大中专学生就业创业 

研究专项课题 
旷健玲，2017 年立项 

4 高职“十三五”市场营销专业全景教学系列项目化规划教材 工信部课题 旷健玲，2017 年立项 

5 基于“互联网+”的高职院校终身学习体系构建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2017-2018 年度教学改革与教材建设课题研究立项 旷健玲，2017 年立项 

6 高职物流企业经营管理沙盘模拟实训课程建设 中国物流学会课题 旷健玲，2017 年结项 

7 中职《市场营销》和高职《物流市场营销》中高职衔接课程开发 
现代物流管理专业群项目办、物流管理专业中高职衔接 

项目办 
旷健玲，2017 年立项



8 湖南长沙居民体育消费与健康促进的研究 湖南省统计学会 李丽 

9 非常 6+E 信息化教学模式在《物流金融法规》中的探索与实践 省部级 王频（已结题） 

10 珊珊创业伙伴订单班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的研究与探讨 院级 熊英（在研） 

11 湖南网络合版印刷企业供应链管理模式的研究与探讨 院级 熊英（结题） 

12 
基于沙盘模拟经营实训系统的高职院校学生创业能力培养的研究 

与实践 
院级 

易灿，旷健玲， 熊英， 

李炫林 

13 PBL 教学模式在供应链金融课程中的应用 院级 袁方 

14 长沙地区村镇连锁零售企业配送模式选择策略研究 院级，结题 张小桃 

15 “中国制造 2015”背景下湖南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竞争力研究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课题，省级 周宇 

16 信息技术环境下高职《商务谈判》课程教学模式的研究 校级 何艳君 

17 供给侧改革下物流管理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协会课题 赖霞红 

18 网络环境下案例教学的应用研究 学会课题 赖霞红 

19 国家教育部全国高职院校物流金融管理专业教学标准的制定 国家级 
吴春平、邢伟、刘意 

文 

20 基于 Bayes 判别法的高职院校教师绩效评价体系与实践 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郁春兰 

21 物流企业人才培养视角下高职物流会计专业的课程体系构建研究 中国物流学会 郁春兰 

22 《高职院校学生英语厌学心理剖析及疏导研究》 校级课题结题 李炫林 

23 基于会计信息化教学我院会计专业课程重构研究 院级 吴利



2017 年度教职工获奖情况表 

序号 获奖名称 级别 获奖人 

1 关于提高高职会计专业学生毕业设计质量的探索 
省级，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 2017 年优秀论文二 

等奖 
邹敏 

2 第十三届“新道杯”沙盘模拟经营大赛湖南省决赛 
省级，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商科专业委员会、新道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举办，荣获二等奖 
邹敏 

3 高职会计专业实践性教学模式的研究 

省级，教育部中国智慧教育督导“十三五”科研规划重 

点课题《教师专业发展的探讨与研究》子课题，荣获教 

研成果一等奖 

邹敏 

4 
指导学生获第十三届全国职业院校“新道杯”沙盘模拟经营大赛湖 

南省决赛二等奖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商科专业委员会 邹敏 

5 
《高职物流企业经营管理沙盘模拟实训课程建设》中国物流学会课 

题三等奖 
中国物流学会 旷健玲 

6 
指导学生获第十三届全国职业院校“新道杯”沙盘模拟经营大赛湖 

南省决赛二等奖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商科专业委员会 旷健玲 

7 
指导学生获第十三届全国职业院校“新道杯”沙盘模拟经营大赛国 

赛二等奖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商科专业委员会 旷健玲



8 
指导学生获第十届“畅想杯”全国职业院校创业技能大赛“物流企 

业经营竞赛” 全国总决赛一等奖 

全国电子商务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中国职业技术 

教育学会创业教育专业委员会 
旷健玲 

9 
指导学生获第十届“畅想杯”全国职业院校创业技能大赛“企业经 

营管理沙盘模拟赛项” 全国总决赛一等奖 

全国电子商务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中国职业技术 

教育学会创业教育专业委员会 
旷健玲 

10 2017 年湖南省大学生健美操比赛 高职专科甲组 第三名 李丽 

11 2017 年湖南省学生阳光体操节高职专科组 高职专科组 第一名 李丽 

12 2017 年湖南省学生阳光体操节高职专科组 优秀教练员 李丽 

13 2017-2018 年全国啦啦操联赛（长沙站) 公开青年丁组 第一名 李丽 

14 2017-2019 年全国啦啦操联赛（长沙站) 优秀教练员 李丽 

15 2017 年湖南省大学生武术比赛 高职专科甲组 团体第三名 李丽 

16 全国物流教研教改课题 一等奖 国家级 王频 

17 湖南省第二届微课大赛 一等奖 省级 王频 

18 2017 年度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协会优秀论文 一等奖 省级 王频 

19 2017 年度湖南省教育改革发展研究优秀论文 一等奖 省级 王频 

20 湖南省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其他组）三等奖 省级 
袁方、周密、王 

频 

24 2017 我院教师说课比赛二等奖 院级 周宇 

25 2017 湖南省高职院校教师说课比赛一等奖 省级 周宇 

26 微课比赛 省级二等奖 何艳君



27 好声音微讲坛-讲话精神进基层比赛 优胜奖 何艳君 

28 好声音微宣讲-讲话精神进基层比赛 校级三等奖 何艳君 

29 信息化课堂教学比赛 校级一等奖 何艳君 

30 说课比赛 校级二等奖 何艳君 

31 说课比赛 省级三等奖 何艳君 

32 信息化课堂教学比赛 省级二等奖 何艳君 

33 指导学生参加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信达杯”商务谈判竞赛 国家级一等奖 何艳君 

34 微课比赛 校级一等奖 何艳君 

35 中国第四届零售之星华中区优秀指导教师 二类赛地区 赖霞红 

36 中国第四届零售之星优秀指导教师 国家二类赛 赖霞红 

37 微课比赛三等奖 校级 赖霞红 

38 信息化课堂教学比赛三等奖 院级 李炫林 

39 专业课程说课比赛三等奖 院级 李炫林 

40 第三届微课比赛一等奖 院级 李炫林 

41 第三届微课比赛团队作品三等奖（连锁经营管理开发团队） 院级 

张小桃、刘意文、 

旷健玲、邢伟、 

赖霞红、李炫林 

42 指导学生参加 2017 年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 省级 郁春兰 

43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微课比赛 一等奖 郁春兰 

44 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协会2017 年度优秀论文评选 三等奖 郁春兰 

45 2017 年度湖南省会计技能竞赛 指导教师 省赛 三等奖 王亚丽



46 高职信息化课堂教学专业课程组项目 省级三等奖 梁晨曦 

47 微课比赛 院级一等奖 梁晨曦 

2017 年度教职工获得知识产权统计表 

序号 知识产权名称 授权单位 发明人、专利权人及著作权人 

1 
实用新型：一种教学用高效涂胶设备，专利号：ZL 2017 2 

0014571.x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发明人：邹敏，专利权人：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 

术学院 

2 
实用新型：一种会计用印章盒，专利号：ZL 2016 2 

1477202.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发明人：邹敏、旷健玲，专利权人：湖南现代物 

流职业技术学院 

3 
实用新型：一种财会专用印泥盒，专利号：ZL 2017 2 

0074544.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发明人：邹敏，专利权人：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 

术学院 

4 
软件著作权：会计在线管理系统V1.0，登记号： 

2017SR3091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 著作权人：邹敏、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5 
软件著作权：会计考试习题管理系统 V1.0，登记号： 

2017SR31112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 著作权人：邹敏、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6 
软件著作权：会计档案数据管理系统 V1.0，登记号： 

2017SR29597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 著作权人：邹敏、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7 
实用新型： 超薄多功能会计用计算器 专利号： ZL 2017 

2 0216108.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发明人：姚伟、方晓燕、姚建国、湖南现代物流 

职业技术学院


